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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工作顺利推进
6月6日，我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

校内遴选会在综合楼第九会议室顺利召开。7

名校内外专家，对我校拟申报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的27个专业进行评审。会议由校长安黎哲

教授主持。

安校长指出，教育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双万计划”是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

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重大举措，对

我校做强一流本科、建设一流专业、培养一流

人才至关重要，希望各位专家能充分把关申报

专业，积极提出评审意见及建议，为我校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工作保驾护航。

会上，专家就申报专业答辩内容及申报

材料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投票产生14个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推荐专业和4个北京市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推荐专业。

近年来，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按照

“双一流”建设要求，全方位推进一流本科教

育，积极谋划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第一时间

启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准备工作，有组

织、分阶段布局申报工作。

2018年4月，学校召开2018年第一次本

科教学业务会，将抓一流专业建设提上议事

日程，并将打造一流专业写进了当月印发的

《北京林业大学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总体方

案》，提出了建设目标和落实举措，各类建设

经费向一流专业建设倾斜；随后，教务处多次

前往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了解一流专业

建设精神，主动汇报学校改革总体方案和一流

专业建设思路；同时，对各学院本科专业调

整、建设与发展规划，以及现有专业自我评价

进行了调研和逐院走访；多次召开处长办公

会，研究一流专业建设思路、建设方案以及经

费预算。

2019年3月，学校召开2019年第一次本科

教学业务会，将一流专业建设作为今年重中之

重和攻坚克难的工作，将推进一流专业建设写

入《教务处2019年工作要点》，并按学院类

别，分三组召开了一流专业建设专题会，同期

召开可教务处处内专题会，研究一流专业申报

工作。4月22日，学校组织召开一流专业建设

点申报启动会，解读教育部通知文件精神，部

署专业申报工作计划；5月24日，召开一流专

业建设点申报文本撰写培训会，介绍申报材料

填写注意事项，并制定申报材料填写规范；提

供支撑材料模版，丰富申报材料内容；遴选会

前聘请专家评阅申报材料，提高申报材料撰写

水平。

在6月6日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校内

遴选会后，教务处于6月10日组织召开了一流

专业建设推进会，要求各申报入选单位的院长

和书记出席，骆校长就文本完善、申报准备等

各环节提出更加明确的工作要求。

6月6日的遴选会上，与会专家对我校申

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布局早、工作扎

实，学校的专业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富

有成效。

(教务处  张艺潇  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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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务处组织召开2019年第一阶段

工作总结交流会，全体人员（含非在编）参加

了会议，会议由教务处处长黄国华主持。

总结会上，教务处全体人员逐一汇报了

近期工作完成情况，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思路及

计划；分管处领导对负责科室工作情况进行了

点评。

在听取全处同志的工作总结后，黄国华

处长对各科室近期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认为大家工作充实、有序、有成。他指出，教

务工作要边运行，边改革，边创新，教务处工

作再忙，也要形成“听一听、想一想、比一

比”的工作氛围，养成思考的职业习惯。他提

出，工作中要平衡好“三负三正”，收脾气，

不生气，藏任性，要把职责扛起来，眼光亮起

来，业绩抬起来，做到“人品正、做人真、业

绩争、关系珍”。他建议，工作中要及时总结

经验，学习新技能，发现好技巧，主动结项出

精品。他强调，要发挥好领导班子的作用，紧

抓队伍建设，相互促进，保证队伍有成果，个

人有成长。最后，黄国华处长部署了单位安全

工作、一流专业建设、新时代教育大会、重大

奖项表彰等12项重点工作，并提出具体工作要

求。

副处长冯强点评了会上几位同志的发

言，表示对考试中心工作全程放心，替计划与

教材科工作进展操心，为教学运行管理中心工

作结果揪心，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他提到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提高工作效率，

稳扎稳打，从容面对。

副处长于斌充分肯定了教学研究科、综

合办公室和创新创业教育科的工作，指出教学

研究科是培育布局之地，办公室是枢纽之地，

创新创业教育科是创新之地。他提出，要创新

工作方法，坚持稳中求进。创新创业教育科要

进一步在规范化、系统化管理方面多创新，对

涉及学生的关键环节，要做好精准对接、一对

一辅导。办公室要做好顶层设计，创新材料归

档工作方法，便于文案流转和材料交接，成为

“指导型”办公室。教学研究科在确保工作深

度的同时，要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副处长尹大伟表示学校高度重视本科实

践教学，教务处紧抓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机

遇，目前2019年各教学单位修购专项项目大部

分已经完成招标，教务处承担的修购专项项目

也已完成了方案的编制工作，2019级国家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已完成专家评审，进一步提

升了我校本科实验和教学条件，接下来要继续

推进信息技术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讨论研究

“招-培-就”联动机制方案，统筹布置毕业

答辩检查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评审及申报等工

作，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保障。

此次工作总结交流，不仅是对阶段工作

的总结与反思，也是打了一次“加强针”，有

利于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为各科室明确了工

作方向，为再次起航加油充电。教务处全体教

职工表示，将以此次总结交流会为新起点，根

据工作要求不断优化工作定位，提升严谨、务

实、科学、规范的工作水平，全心全意为广大

师生服务。

各科室发言节选：
学籍管理与注册中心申磊：在各学院共

同努力下，新转专业办法实施效果显著，193

名同学转入新专业，实际转入人数同比增长近

30%。电子成绩单系统上线运行效果良好，广

受学生好评，接下来将配套线下自助办理服务

终端，实现线上线下全覆盖。

考试中心张艺潇：认真组织学校各项考

试的考务工作，有序组织补（缓）考、免听、

免修、重修报名等，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同时

提出成绩是学生最为关心的事情，会继续完善

系统各项功能，保持严肃、准确、零失误。

现代教育管理中心李靖元：从支部建

设、强化学习、提升能力、提高效益、确保稳

定、聚焦业务六个方面做了全面总结，工作忙

而不乱，业务成效显著。

实习实验教学管理中心齐磊：从本科毕

业论文（设计）管理、教学实验室建设与管

理、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三个方面展开汇报，

各项工作井然有序，并高质量完成实验教学数

据统计与上报任务。

计划与教材科王敏：积极组织开展人才

培养方案修订编印、教学大纲修订、教材与固

定资产等工作。

教学运行管理中心范凌云：认真负责排

课、日常调停课等工作，并提（下接第三版）      

教务处召开阶段工作总结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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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9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MCM/ICM）成绩揭晓。由于实行了新的赛

制，主办方将今年的总获奖比例降低到了去年

的一半，面对不利的形势，我校同学仍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国际一等奖的获奖队数也创出了

新高。我校参赛的学生共有22队获奖，其中8

个队伍获国际一等奖，14个队伍获国际二等

奖，获奖的66位学生分别来自于我校24个专

业。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是数学建模领

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权威赛事。这项赛事由

美国自然基金协会和美国数学应用协会共同主

办，美国数学学会、运筹学学会、工业与应用

数学学会等多家机构协办。该项赛事是评价大

学本科教育水平的重要参照，也是大学生创新

能力、实践能力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检验指标。自1985年以来，美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已经成功举办35届，历届大赛吸引了包

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等世界名校的优秀学生参与角逐。今年的

竞赛于北京时间2019年1月25日至29日举行，

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602支队伍参加比赛。

参赛学生在短短四天的时间内不仅需要完成分

析问题、搜集资料、给出解题思路的过程，还

要完成高质量的参赛论文。今年，我校多个专

业的学生联合组队参赛，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能

动性与创造性，锻炼了他们对知识的整合能力

与灵活运用能力，另外获奖同学们的参赛论文

能得到国际评委的认可，也是对学校培养国际

化人才的肯定与鼓励。

一直以来,学校十分重视大学生创新精神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务处和理学院在政策

导向、获奖奖励、竞赛场地等方面给予了大

力支持，我校建模竞赛指导组也多次牺牲假期

休息时间，为参赛同学作赛前培训和指导。北

京林业大学数学建模竞赛指导组现由司林、丰

全东、王小春、李红军、刘胜、罗柳红、李扉

和赵明慧八位老师组成，指导组教师长期从事

数学建模教学和竞赛培训指导，具有丰富的经

验，为我校学生取得优异成绩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和保证。

(教务处 理学院）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我校再获佳绩

我校环境工程专业第二次通过国家工程教育认证
近日，接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通

知，经过学校自评、专家组现场考查、分委员

会审议、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认证结论

审议委员会审议，北京林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

顺利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本轮认证有效期

为6年，从2019年1月始至2024年12月止。这是

我校环境工程专业继2015年后，第二次通过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

环境工程专业是我校第一个通过工程教

育认证且有效期为6年的专业，将为我校其他

专业的工程教育认证提供宝贵经验，同时也是

我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推进“新工科”和一流专业建设的重

要体现。

(环境学院）

（上接第二版）前编制校历、准备暑期学期相

关事宜，保障了教学活动顺利开展。

综合办公室孟丽：力争工作做细做好，

完成教务处财务管理、档案管理、办公室事项

管理，试卷印刷等四大方面工作。

教学研究科杜艳秋：积极参与支部建

设，有条不紊启动推进2018年教育教学研究论

文出版、课程思政教研教改专项课题、2019年

教改项目、全国林业和草原及校级教学名师遴

选推荐、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等相关工作。

创新创业教育科张蓓：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和学科竞赛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细化大创

申报主体、优化报账流程和新增教务系统大创

管理模块功能等各项改进措施效果喜人。

教务处其他工作人员也作了总结发言，

表示将秉持日常工作无小事的原则，落实学校

工作部署，完成各项任务的同时积极思考，针

对具体环节不断创新方法，共同为各项教务工

作顺利开展提供支持和保障，全程全方位做好

服务育人工作。

(教务处  曹晓庆 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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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通知

☆6月12日，印发《关于2019年暑期学期选课的通知》

☆6月14日，印发《关于举办北京林业大学第六届大学生数学竞赛的通知(第一轮)》

☆6月20日，印发《关于开展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的通知》

☆6月20日，发布《关于查询暑期学期选课抽签结果的通知》

☆6月20日，发布《教务处劳动合同制招聘启事》

☆6月25日，完成林学院、园林学院、水保学院、经管学院、生物学院、工学院、材料学院、人文学

院、外语学院、信息学院、理学院、保护区学院、环境学院、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15个教

学单位2019年6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笔试）监考费转账

☆6月25日，印发《关于公布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通知》

我校学生在全国高校商务英语综合能力竞赛中获奖
日前，全国高校商务英语综合能力竞赛

组织委员会公布了第二届全国高校商务英语综

合能力竞赛的最终成绩，我校外语学院代表队

获得综合技能全国三等奖，商务英语系2017级

的9名同学分获商务英语单项国家级一、二、

三等奖。

本届竞赛分为商务英语与营销能力两大

模块，历时八个月，吸引了来自全国22个省、

市、自治区的64所院校，共计3078名选手参加

竞赛。最终我校外语学院商务英语系2017级的

苏雪彤、杨帆、贾润琪同学获得全国一等奖，

汪佳怡、许嘉慧、刘佳琪同学获得全国二等

奖，郑京麟、薛一凡、李想同学获得全国三等

奖；外语学院团队代表学校斩获综合技能全国

三等奖。

该赛事的前身是全国商务英语知识邀请

赛，我校曾于2017年受教育部高等学校商务专

业教学协作组、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

会、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邀请参加。作为面向

全国大学生的重要商务类英语竞赛，本次比赛

积极贯彻落实了《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要求，探索以赛促教、以

赛促学的途径与方法。

(外语学院）

在6月22日举行的首届北京市大学生节能

节水低碳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中，我校环

境学院参赛学生取得了两个一等奖、两个二等

奖、七个三等奖和一个优秀奖的好成绩。同

时，北京林业大学获得优秀组织学校奖，伦小

秀老师和党岩老师分别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北京市大学生节能节水低碳减排社会实

践与科技竞赛是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

京建筑大学承办，教育部高等学校给排水科学

与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协办，教育部高

等学校能源动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育

部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联合支持。本届竞赛自2018年

10月启动以来，总计28所高校近300余项优秀

作品参赛。经过资格审查，251项作品进入网

络评审；101项作品通过网络评审入围终审决

赛。最终竞赛在北京建筑大学举行。

本项竞赛积极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倡导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

积极参与国家环境治理大格局，发挥高校学科

专业和人才的特色优势，持续深入开展生态文

明教育和实践，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高校学

子的自觉行动，为加快建设“天蓝、水清、土

净、地绿”的美丽中国做出积极贡献。

(教务处 环境学院）

我校学生在首届北京市大学生节能节水
低碳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